


   
 

晨星頌 晨星頌 
曲﹕孫麗明 詞﹕梁沃厚 

 

紅日初昇 全地甦醒 

暗昧世間 無所遁形 

人類之星 如日跨嶺 

照亮眾生 如夢乍醒 
Chorus 

羔羊當配受頌讚 

神榮耀發明舉世震驚 

曾被殺羔羊配受屈膝敬拜 

全地捲起讚頌聲 

羔羊當配受頌讚 

傳頌袮作為普世奮興 

曾被殺羔羊當配受全球人類頌聲 

眾生靈皆肅然起敬 
………全人儆醒 全民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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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儆醒 全民皆兵 

各族同和 耶穌是王 

神願降世 奇妙可畏 

救贖徹底 來頌讚衪 
Chorus 

羔羊當配受頌讚 

神榮耀發明舉世震驚 

曾被殺羔羊配受屈膝敬拜 

全地捲起讚頌聲 

羔羊當配受頌讚 

傳頌袮作為普世奮興 

曾被殺羔羊當配受全球人類頌聲 

眾生靈皆肅然起敬 
………羔羊當配受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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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a 

羔羊當配受頌讚 

傳頌袮作為譜世奮興 

曾被殺羔羊當配受全球人類頌聲 

眾生靈 眾生靈 眾生靈 

皆肅然起敬 

眾心靈……為祢儆醒 

 

 

 
「……我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啟 22:16) 

「他從天這邊出來、繞到天那邊•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它的熱氣。」 (詩 19:6) 
「全地都當向 神歡呼、歌頌他名的榮耀•用讚美的言語、將他的榮耀發明。當對 神說、你

的作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敵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頌你、要歌頌你的名。」
 (詩 66:1-4)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你一切奇妙的作為。 
我要因你歡喜快樂•至高者阿、我要歌頌你的名。」 (詩 9:1-2) 

「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
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啟 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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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愛與與被被愛愛  
曲﹕趙文海 詞﹕邁天 

 

還記當初 放棄天真的我 

從未再想 找到真愛永在 

其實我心很想愛卻不懂愛 

幾多失望心內藏 
 

曾亦嘆息 未遇真心的愛 

誰料世間 確有愛的未來 

憑著信衪 我會懂得愛與被愛 

至深的傷口亦可掩蓋 
 

Chorus 
只要用我口 用我心  

全然承認主居於我心 

衪以完全的愛為我 抹乾心底淚眼 
………只要用我口 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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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用我口 用我心  

昂然讓祢進駐我生命 

得以完全 不再懼怕 

重獲力量活得璀璨 
 

還記當初 放棄天真的我 

從未再想 找到真愛永在 

其實我心很想愛卻不懂愛 

幾多失望心內藏 
 

曾亦嘆息 未遇真心的愛 

誰料世間 確有愛的未來 

憑著信衪 我會懂得愛與被愛 

至深的傷口亦可掩蓋 
………只要用我口 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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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rus 
只要用我口 用我心  

全然承認主居於我心 

衪以完全的愛為我  

抹乾心底淚眼 

只要用我口 用我心  

昂然讓祢進駐我生命 

得以完全 不再懼怕 

重獲力量活得璀璨 
………只要用我口 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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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a 
只要用我口 用我心  

全然承認主基督救恩 

衪以完全的愛助我 重拾舊日天真 

只要用我口 用我心  

昂然讓祢進駐我的心 

得以完全 不再懼怕 

重獲力量…活得…璀璨 

 

「我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 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羅 10:9)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 神裏面、 神也
住在他裏面。這樣、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懼．因為他如
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

懼怕的人在愛裏未得完全。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 (約一 4:16-19)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我們得安息。」(太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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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Collin Yip 詞﹕Lillian/ Collin Yip/梁沃厚 
 

 

上帝為你我編寫愛樂韻， 

弦曲巧妙音符，絲絲點點奏出！ 

上帝讓我於今生邂逅你(妳)， 

神親手締造安排，今天說：我願意！ 
Cherish Your Love……   
Cherish Your Love…… 

手挽著您愛意情濃，衷心感恩！ 
Cherish Your Love……   
Cherish Your Love…… 

心裡願意獻上誓盟，與您立約： 
 

………「從這一刻婚姻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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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刻婚姻裡， 

祈求主的祝福庇佑， 

就算清風吹我兩袖， 

也緊扣著伴你(妳)走， 

前路或有多少的起跌， 

仍願意靠著主的恩典跨過…… 

噢噢……！」 

Coda 
Cherish Your Love……(x2)  

願主基督的愛充滿每刻， 

Cherish Your Love……(x2)  

願主基督的恩典永護蔭！ 

Cherish Your Love……(x2)  

願主基督的恩典永護蔭！ 
Cherish Your Love……(x3) 

 
 

「我妹子、我新婦、你的愛情何其美……」(歌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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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誰人人能能像像祢祢
曲:  趙文海  詞:  邁天 

 

誰人能像祢  恩深似海 

天天細心聽禱告  從未變改 

誰人能像祢  好比雨絲 

輕把我心田點點灌溉 
 

誰人能像祢  恩深似海 

險境裡恩手拖帶  門為我開 

誰人能像祢  安慰我心 

孤單已送走  如今找到愛 
Chorus 
祢代我擔當心底重擔 

愛比天更高 

有著祢天天悉心眷顧 

每刻歡欣喝采 
………誰人能像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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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人能像祢  恩深似海 

改寫我生命添上無限色彩 

誰人能像祢  因祢是愛 

歡欣滿我心  如今祇有愛 
 

誰人能像祢  恩深似海 

險境裡恩手拖帶  門為我開 

誰人能像祢  安慰我心 

孤單已送走  如今找到愛 
Chorus 
祢代我擔當心底重擔 

愛比天更高 

有著祢天天悉心眷顧 

每刻歡欣喝采 
………誰人能像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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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人能像祢  恩深似海 

改寫我生命添上無限色彩 

誰人能像祢  因祢是愛 

歡欣滿我心  如今祇有愛 
 
Coda 
誰人能像祢  恩深似海 

改寫我生命添上無限色彩 

誰人能像祢  因祢是愛 

歡欣滿我心  如今祇有愛 

一生已無悔  能得主厚愛 

……誰人能像祢 
  
「主耶和華阿、你本為大•照我們耳中聽見沒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無 神。」 (撒下 7:22)  

「耶和華阿、照我們耳中聽見、沒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無 神。」 (代上 17:20) 
「耶和華阿、沒有能比你的•你本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萬國的王阿、誰不敬畏你•敬畏你

本是合宜的•因為在列國的智慧人中、雖有政權的尊榮、也不能比你。」 (耶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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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是是我我主主到到老老  
曲: 唐摯善 詞﹕梁沃厚 

 

主天天彰顯救贖我恩情 

察覺每事每物也盡是袮恩典 

袮以愛蓋過我那赤露無依 

恆常永遠不變 袮是我神 
 

一生雖輾轉袮定有安排 

那懼怕路遠 方向未看得清 

我會按照袮那計劃而生 

決意要隨著袮走 
Chorus 

憑信跟主闖過窄路 

憑眼未能做得到 

憑信跟主闖信靠的路 

神是我主到老 
………身處交叉點祢導我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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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交叉點祢導我啟程 

有著祢遇崎嶇險徑也不驚 

我會按照袮那計劃而生 

我決意要隨著袮走 
Chorus 

憑信跟主闖過窄路 

憑眼未能做得到 

憑信跟主闖信靠的路 

神是我主到老 

 
………遠處有絕嶺險峰或許會遇到 

 



   
 

沿風草 III - 愛與被愛 2006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憑信闖窄路 p. 3 of 3 
 

 
Coda 

遠處有絕嶺險峰或許會遇到 

袮會抱我勇往攀高 
 

憑信跟主闖過窄路 

憑眼未能做得到 

憑信跟主闖信靠的路 

無懼要跨嶺達到 
 

神是我主到老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林後 5:7)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來11:1)  

 



   
 

泥路上的雨天 泥路上的雨天 
- 恩雨之聲「恩雨同路人」主題曲 

曲﹕趙文海 詞﹕何嘉麗、梁沃厚 
 

願這刻 能共你 相應對 

樂與悲 晴或雨 也共聚 

疑慮願 盡放開 不再記 

同走人生步履 
 

願這刻 能共你 呼應對 

怒與哀 明或暗 相應許 

愁悶願 盡放開 不再記 

來享神恩滿蓋 
 

常樂意雨天一起過 

求用愛替你做摭擋 

常樂意泥路上風雨同行 

闖出美滿人生 
………願這刻 能共你 呼應對 

沿風草 III - 愛與被愛 2006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泥路上的雨天 p. 1 o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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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這刻 能共你 呼應對 

願這刻 能共你 相應許 

前路上 若靠主 不放棄 

定享神恩滿蓋 

--------------------- 

讓這刻 神共你 相應對 

讓這刻 神共你 永伴聚 

困憂定 盡放開 心滿載 

平安人生步履 
 

讓這刻 神共你 呼應對 

讓這刻 神共你 心相許 

忙亂定 盡放開 因有袮 

平安隨心滿載 
 

………願這刻 能共你 呼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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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樂意雨天一起過 

能用愛替你造摭擋 

神樂意泥路上風雨同行 

闖出美滿人生 
 

讓這刻 神共你 呼應對 

讓這刻 神共你 心相許 

神…定 讓你心 充滿愛 
平安隨心滿載 

 

讓這刻 神共你 呼應對 

讓這刻 神共你 心相許 

神…定 讓你心 充滿愛 
平安隨心滿載 

 

泥路上莫再怕雨天 一切在衪手中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煖和•一人獨睡、
怎能煖和呢。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 

(傳 4:9-12) 



   
 

沿風草 III - 愛與被愛 2006 全心製作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袮眼中有我 p. 1 of 3 
 

 

袮袮眼眼中中有有我我  
  ((HHIISS  eeyyee  iiss  oonn  tthhee  ssppaarrrrooww))  

作曲: Charles H. Gabriel, 1905 作詞: Civilla D. Martin, 1905 
譯詞: 梁沃厚 2003 

 

怎麼會想到退縮，愁雲漸昏昏暗， 

影隻形單路千轉，渴慕回歸天上﹔ 

前進是因為有袮，神袮是今世良伴， 

 

麻雀袮也樂意看顧，日夜袮必顧惜我， 

連幼鳥袮也看顧，袮眼中怎少得我?! 

 

翺翔在主慈航裏，暢快是因耶穌﹔ 

看那幼鳥袮也看顧，我也知主看顧我。 

 
………「您心裏不用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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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心裏不用困擾」，靜聽主的關注， 

居美善主靜心處，告別惆悵眼淚﹔ 

神每日一小步帶領， 

無悔地跟主腳蹤﹔ 

 

麻雀袮也樂意看顧，日夜袮必顧惜我， 

連幼鳥袮也看顧，袮眼中怎少得我?! 

 

翺翔在主慈航裏，暢快是因耶穌﹔ 

看那幼鳥袮也看顧，我也知主看顧我。 

 
………每當試煉再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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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試煉再緊迫，疑雲弄醒幽暗， 

當嘆喟淹沒歌唱，美夢如灰煙滅﹔ 

求靠近主再獲鬥志， 

神愛內真我重現﹔ 

 

麻雀袮也樂意看顧，日夜袮必顧惜我， 

連幼鳥袮也看顧，袮眼中怎少得我?! 

 

翺翔在主慈航裏，暢快是因耶穌﹔ 

看那幼鳥袮也看顧，我也知主看顧我。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麼．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

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太 10: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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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君臨臨天天下下  
曲﹕趙文海 詞﹕梁沃厚 

 

1. 連綿華山嶽，有盡頭， 

洪流滙黃海後，無有， 

美景良田，有天不再復見， 

帝國興衰，那個終久未變？ 

2. 原來有一子降凡塵， 

來臨讓人生命得拯救， 

眾山海，齊嚷慶賀君臨， 

榮耀國度，神國度屬我，千載未變。 
Chorus 

長城賀祢誕生，慶祝主愛漫長， 

明湖靜悄屈膝，同尊真信仰， 

黃河熱烈拍掌，擁祢為王， 

天山笑，快活拼奏頌讚詩章。 
………奇松傲雪飛瀑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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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奇松、傲雪、飛瀑，比不上， 

瓊樓、玉宇、寶殿，不須記， 

那堪比救主誕在馬槽， 

袮竟差遣獨生子降卑，榮耀歸祢！ 
 
Chorus 

長城賀祢誕生，慶祝主愛漫長， 

明湖靜悄屈膝，同尊真信仰， 

黃河熱烈拍掌，擁祢為王， 

天山笑，快活拼奏頌讚詩章。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賽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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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日日的的昨昨天天  
- 恩雨之聲話劇「給我一個機會」主題曲 

曲﹕吳秉堅 詞﹕梁沃厚 
 

早已(怎會)習慣了這感覺 

平凡就當活得很不錯 

追趕基本的需要 

真正的我情願乍看不見 

怕面對舊我沒法衝破 

有日察覺在世沒法躲 

青春已不回頭 

時機不可再 

何不珍惜每日去自創明天 

 
………明日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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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rus 
明日的昨天 

才是真我要發揮之處 

昨日勝負定了 

不再重要 

現我定要把握…明日的昨天 

和時間連場來競賽 

堅決要突破從前 

得新的賞賜 

任重道遠仍敢於去奉獻 
………怎會習慣了這感覺 

 

Coda 
堅決要做到完全 

得主的冠冕 

任重道遠仍甘於去奉獻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凡
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

 (林前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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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愛愛不不老老((婚婚禮禮版版))  
曲﹕趙文海 詞﹕梁沃厚 

 

女: 白嫁衣, 為你一世穿, 
述說忠貞的誓約總不變; 

男: 這戒指, 是我的約誓素願,  
我倆交义生命化成一線。 

 
用愛譜合奏篇, 地老天荒戀曲未完, 
讓我歌為你寫, 蕩氣驚天深刻片段, 
戀一世,實太短, 任戀曲千生在公演, 

真愛是不老直到天國仍繾綣。 
 

女: 我的主, 承諾在兌現, 
上帝祝福這誓約輕加冕; 

男: 願我主, 延續著美麗故事, 
「越過生死此情永恆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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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譜合奏篇, 地老天荒戀曲未完, 
讓我歌為你寫, 蕩氣驚天深刻片段, 
戀一世,實太短, 任戀曲千生在公演, 

真愛是不老直到天國仍繾綣。 

明白有你並非戀愛終點, 
明日與你再翻天外天! 

用愛譜合奏篇, 地老天荒戀曲未完, 
讓我歌為你寫, 蕩氣驚天深刻片段, 
戀一世,實太短, 任戀曲千生在公演, 

真愛是不老直到天國仍繾綣。 
真愛是不老

真愛是不老磨練一世情愈見。 
 
 
 

「愛情, 眾水不能息滅, 大水也不能淹沒;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 就全被藐視。」 (歌 8:7) 

「愛是永不止息...」 (林前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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衪衪不不打打盹盹  
曲﹕梁沃厚 詞﹕梁沃厚 

 

衪不打盹 衪不匆忙 

主聽禱告 讓你傾吐 
 

衪不打盹 衪不匆忙 

每段禱告 衪必也在聽 

開心的事 傷心交流 

主聽禱告 讓你傾吐 
 

當你灰心喪志時  

滿未了的心事 

主會一一答允祈求 

聽候尋求祂意思 
 

……天真的話 心思交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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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話 心思交纏 

老淚縱橫 衪必也在聽 

衪不打盹 衪不匆忙 

主聽禱告 讓你傾吐 
 

當你灰心喪志時  

滿未了的心事 

主會一一答允祈求 

聽候尋求祂意思 
 

天真的話 心思交纏 

老淚縱橫 衪必也在聽 

衪不打盹 衪不匆忙 

主聽禱告 讓你傾吐 

衪不打盹 衪不匆忙 

主聽禱告 讓你傾吐 
 

「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詩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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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多多一一點點愛愛  
- 2006 播道兒童之家「家多一點愛」音樂劇主題曲 

曲﹕吳秉堅 詞﹕梁沃厚 
 

家 - 是個盒子, 

內藏夜明珠, 

是歲月流金處; 

誰絕情奉告, 

粉碎這謊言, 

盒子裡面乃是個空洞。 

怎樣去共對, 

亦如敵人相對, 

怎麼至親決心敵對; 

常自尋沒趣鬧情緒, 

說:「家中我獨犧牲最多。」 

 
………誰想家多一點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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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rus 
誰想家多一點愛?  

便須首先以愛相待, 

若要尋回報, 

先以愛投保,  

空屋會變成絕美花都;  

誰想家多一點愛? 

便須真心去待你好, 

擠熄了操控, 

坦率的傾訴, 

天天要為你禱告。 
………今日我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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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是我, 

靠賴你們雕塑, 

是一世一生的勝訴;  

無盡胡鬧裡, 誰是原告?  

代價於我們經已太高。 

Chorus 
誰想家多一點愛?  

便須首先以愛相待, 

若要尋回報, 

先以愛投保, 

空屋會變成絕美花都;  

誰想家多一點愛? 

便須真心去待你好, 

擠熄了操控, 坦率的傾訴, 

天天要為你禱告。 
………誰想家多一點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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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rus 
誰想家多一點愛?  

便須首先以愛相待, 

若要尋回報, 

先以愛投保, 

空屋會變成絕美花都;  

誰想家多一點愛? 

便須真心去待你好, 

擠熄了操控,坦率的傾訴, 

天天要為你禱告。 

Coda 
當黑髮漸無, 

子女也漸老, 

只得你伴我不老。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太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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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照照無無限限遠遠 

曲﹕吳秉堅 詞﹕梁沃厚 
 

1. 時代每天極速變遷, 

誰能逃避實戰考驗, 

人和人愛鬥爭火速打轉, 

昏影灰暗蔓延; 

2. 倫理扭曲瞬間逆轉, 

成就價位任意兜亂, 

全球人類每天團團在轉, 

追風捉影永未達完全。 
Chorus 
基督恩典不變遷, 愛你愛你永未變, 

帶領你走進無限善美, 光彩是無邊。 

祂掌管今天、昨天, 永遠永遠也未變, 

叫你發光照無限遠, 美夢定能圓。 
………人氣手機儘管再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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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氣手機儘管再閃, 

無奈訊息像無通電, 

人和人愛心竟仿似用完, 

誰也沒法扭轉! 

4. 倫理扭曲瞬間逆轉, 

成就價位任意兜亂, 

全球人類每天團團在轉, 

追風捉影永未達完全。 
Chorus 
基督恩典不變遷, 愛你愛你永未變, 
帶領你走進無限善美, 光彩是無邊。 
祂掌管今天、昨天, 永遠永遠也未變, 
叫你發光照無限遠, 美夢定能圓。 
神祢是道路、真理, 賜我朝氣, 

袮令這生光照無限遠。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 8:12) 
「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 

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 (傳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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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er: Jonathan Tong Author: Winny Wu & Jonathan Tong 
 

Everyday You’ve shown me  
Your saving grace. 

You’ve been merciful to me in so many ways. 
Your love has clothed my nakedness away. 

You’re my Saviour, my Lord,  
& the Ancient of Days. 

 

Even though the future I cannot see. 
I believe You have a plan for me to live. 

I’ll do whatever Your will is to be. 
I’ll go wherever You lead. 

Chorus 
And I will walk by faith. 

Not by what I see. 
And I will trust You in every way. 

I will follow You today. 
 

………Even though the future I cannot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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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though the future I cannot see. 
I believe You have a plan for me to live. 

I’ll do whatever Your will is to be. 
I’ll go wherever You lead. 

Chorus 
And I will walk by faith. 

Not by what I see. 
And I will trust You in every way. 

I will follow You today. 
 

………Though the road way may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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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a 

Though the road way maybe  
winding and narrow. 

I know You’re with me till the end. 
 

And I will walk by faith. 
Not by what I see. 

And I will trust You in every way. 
I will follow You today. 

 

I will follow You today. 
 
 

“Now faith is being sure of what we hope for, being convinced 
of what we do not see.”  (Hebrews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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